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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 

2016年2月 

2011年4月 

2010年8月 

2010年3月 

通達蘇州*榮獲高新技術企業資格 

通達蘇州*榮獲納稅超千萬誠信企業獎 

通達蘇州*榮獲ISO14001:2004 認證 

通達蘇州*於中國常熟正式成立 

通達蘇州*榮獲 ISO9001:2008 認證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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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宏泰*於香港聯交
所主板上市掛牌 (股份
代號: 2363) 

*通達蘇州是通達宏泰控股有限公司 (“通逹宏泰”) 的主要運營子公司。 



全面的“一站式”制造解决方案 

多元化的表面裝飾技術 

增强自动化生产 

强大的研发能力 

与一线国际和国内終端品牌擁有人的 
主要原設備製造商客户 

建立了牢固的关系 

主要原設備 
製造商客戶 

主要終端 
品牌擁有人 

管理層摘要 – 成功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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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摘要 – 上市資金使用 

 
 
用途 

 
佔總金額 

百分比  

 
所得款項 

淨額 
百萬港元 

於2020年 
6月30日 

己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於2020年 
6月30日 

尚未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租賃廠房 15.1% 7.3 1.4 5.9 
翻新上述新廠房 19.9% 9.6 7.5 2.1 
購買額外生產設施及機械的 
    資本開支 

 
46.2% 

 
22.4 

 
20.2 

 
2.2 

提升本集團製造工序自動化的 
    資本開支 

 
16.1% 

 
7.8 

 
7.3 

 
0.5 

加強銷售及營銷活動 0.3% 0.2 0.2 - 
提升本集團的研發能力 2.4% 1.2 1.2 - 

 
總計 

 
100% 

 
48.5 

 
37.8 

 
10.7 



主要財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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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0年6月30日 截止2019年6月30日 變化 % 

收入 188.0百萬港元 253.1百萬港元 -25.7% 

毛利 9.4百萬港元 36.0百萬港元 -73.9% 

毛利率 5.0% 14.2% -9.2百分點 

研發開支 9.2百萬港元 10.3百萬港元 -10.6% 

研發開支 / 收入 4.9% 4.1% +0.8百分點 

未計利息, 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之 
    (虧損)/利潤(EBITDA) 

 
(10.2)百萬港元 

 
11.4百萬港元 -189.5% 

未計利息, 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之 
    (虧損)/利潤率 (5.4)% 4.5% -9.9百分點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31.4)百萬港元 (9.4)百萬港元 -209.3% 

純利率 N/A N/A N/A 



主要財務數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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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0年6月30日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資本開支  1.6 百萬港元 21.1 百萬港元 

資產淨值 269.9 百萬港元 299.1 百萬港元 

每股資產淨值 1.43 港元 1.58 港元 

流動資產比率 1.45 倍 1.45 倍 

現金及銀行結存 
(包括已抵押結存)  16.7 百萬港元 31.2 百萬港元 

附息銀行借款 244.7  百萬港元 282.3  百萬港元 

資產負責比率* 84.5% 84.0% 

*綜合借款淨額 / 總權益 



主要財務數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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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0年6月30日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日數變化 

存貨周轉天數1 343.6 251.7 +91.9 
應收貿易帳款及票據周轉天數2 232.0 185.3 +46.7 
應付貿易帳款周轉天數3 113.3 75.7 +37.6 

2020年6月30日 
1. (年初 + 年結) 存貨 / 2 x 180 天 / 銷售額 
2. (年初 + 年結)應收貿易帳款及票據 / 2 x 180 天 / 銷售額 
3. (年初 + 年結)應付貿易帳款 / 2 x 180 天 / 銷售額 
 
2019年12月31日 
1. (年初 + 年結) 存貨 / 2 x 365 天 / 銷售額 
2. (年初 + 年結)應收貿易帳款及票據 / 2 x 365 天 / 銷售額 
3. (年初 + 年結)應付貿易帳款 / 2 x 365 天 / 銷售額 
 



主要財務數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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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千港元) 於2020年6月30日 於2019年12月31日 變化 % 
原材料 48,678 43,852 -0.1% 
在製品 172,193 186,780 +7.4% 
製成品* 109,755 139,695 -17.4% 
 
總計 330,626 370,327 -3.3% 

。 

應收貿易帳款及票據淨值之賬齡  
(千港元) 於2020年6月30日 於2019年12月31日 變化 % 
三個月內 214,781 183,639 +17.0% 
四至六個月內 (包括首尾兩個月) 2,464 75,116 -96.7% 
七至九個月內 (包括首尾兩個月) 635 598 +6.2% 
十至十二個月內 (包括首尾兩個月) 193 10 +1830.0% 
一年以上 15 487 -96.9% 
 
總計 218,088 259,850 -16.1%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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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變化 

2020 2019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188,011 253,076 -25.7% 

銷售成本 (178,624) (217,051) -17.7% 

毛利 9,387 36,025 -73.9% 

其他收入 1,026 230 +400.0% 

銷售及分銷開支 (4,284) (5,140) -15.7% 

一般及行政開支 (29,231) (32,849) -11.0% 

其他經營收入/(開支)淨額 (2,734) 1,064 -345.5% 

財務成本 (5,535) (8,724) -36.8% 

除稅前虧損 (31,371) (9,394) 234.0% 

所得稅開支 - - N/A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期內虧損 

 
(31,371) 

 
(9,394) 

 
234.0% 



前瞻性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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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陳述載有「前瞻性陳述」，即有關未來的預期及計劃，包括但不限于有關通達宏泰的未來經
營業績、財務狀况或業務前景的陳述，以及基于預測、估計及假設的其他陳述。在若干情况下，此等陳述
可由「預期」、「有意」、「計劃」、「相信」、「估計」、「或者」、「將」、「應」及可比較字眼(包
括此等字眼的否定意思)識別。 
 
本推介的陳述乃根據目前的期望、預測及假設作出，當中涉及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可能會導致實際的結果
出現重大差距。多項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其他因素(部份乃不可預測及超出通達宏泰的控制)可能影響此等
前瞻性陳述內討論的事項。此等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我們决定最終落實的2020年財政年度財
務業績內的財務業績及狀况與本文所載的現有初步未經審核數字出現差距;股價波動;經營業績及現金流波
動;有關需求的不能預計及不利季節性影響;中國及國際宏觀經濟狀况變動;適用法律及規例變動;預期多産品
趨勢的出現、成功及帶來的預計財務業績;集團于目前的經濟狀况下及之後的財務業績;集團維持及改善成
本、風險及訴訟涉及的成本的能力;爲客戶提供的優質産品及付運服務;價格走勢及競爭;服務客戶的能力及
雇傭關係;集團把握爲客戶提供垂直整合服務所帶來的優勢的能力;重整産能會否爲成本結構帶來不利影響;
技術變動;競爭;不一定出現的集團及行業的預期增長;管理迅速增長;管理或會出現的客戶需求急降及其他相
關客戶挑戰;成功完成收購及减少投投資的能力;管理收購業務的整合;國際銷售及營運涉及的風險;保留主要
員工;依賴少量主要客戶;普遍影響外殼製造服務行業的業務及競爭因素; 集團的客戶及業務;我們現未有識
別或量化的其他因素;以及集團年報所載的其他風險、相關因素及不明朗因素。通達宏泰聲明免除任何因應
新信息、未來活動或其他情况更新或修改任何前瞻性陳述的責任。本聲明適用于本推介所載的所有前瞻性
陳述。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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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文所載的資料乃于陳述日期有關本公司的一般背景資料，幷非證券銷售之要約。資料以摘要形式提供，

且幷不完整，潜在投資者不應依賴有關資料或視作建議。閣下不能向任何其他人士複製或重發本陳述，幷

同意對本文所載內容保密。本文所載的數據幷不構成明確或隱含之聲明或保證，不應依賴本文所載數據的

準確性、公平性或完整性。 

保密 

向閣下提供的文件乃保密文件，嚴禁交予任何其他人士，或向任何其他人士披露有關內容。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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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投資者關係聯絡資料 
通達宏泰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 
瑞安中心12樓1203室 

聯絡人: 

電話 : 

傳真 : 

電郵 : 

譚希立先生  
(852) 3188-1681 
(852) 3585-3822 

info@hongtai.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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